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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及全资下属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拟为被担保

人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本金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4,100 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为被担保人提供担保的

余额合计为 102,786.11 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

币 1,443,352.98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17.27%。本次被担保对象包含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全资下属

公司。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公司拟向南洋商业银行（中国）有限公

司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 1.2 亿元的授信，授信期限为 1 年，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有限”）拟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协议已签署。 

公司全资下属公司唐山市曹妃甸区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妃

甸盛步”）、红安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安晶科”）拟分别向中航国

际租赁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7,100 万元和人民币 15,000 万元的售后回租融资业



务，租赁期限均为 10 年，公司拟为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协议

尚未签署。 

（二）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

整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公司及下属公司为合并报表内下属公司（含新设立、收购的下属公司）提供人民

币 248 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新增担保额度（包括原有担保展期或续保）。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4月29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关于调整 2022 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55）及《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65）。本次新增担保金额在 2022 年年度股东

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三）担保额度变化情况 

本次担保涉及资产负债率 70%以上的下属公司间担保额度调剂，调剂情况

及被担保人担保额度、担保余额变化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人 

名称 

本次担保前可用额度 
本次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

后可用额

度 

截至本公

告披露日

担保余额 

本次调剂前

额度 
调剂金额 

本次调剂后

额度 

晶科科技 290,000.00 0.00 290,000.00 12,000.00 278,000.00 102,786.11 

曹妃甸盛步 6,100.00 1,000.00  7,100.00 7,100.00 0.00 0.00 

红安晶科 25,000.00 -1,000.00  24,000.00 15,000.00 9,000.00 0.00 

合计 321,100.00 0.00 321,100.00 34,100.00 287,000.00 102,786.11 

注：担保余额根据担保的融资款项的实际发放时间确定。担保额度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如

有误差，均为四舍五入导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611005787856680 

成立日期：2011 年 7 月 28 日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二楼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289,428.7104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输电、供电、

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工程管理服务，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

电技术服务，节能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控股股东为晶科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晶科科技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晶科科技最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634,583,863.98 29,484,082,545.91 

负债总额 18,334,931,252.01 17,078,245,572.15 

资产净额 12,299,652,611.97 12,405,836,973.76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73,185,557.71 3,674,953,567.29 

净利润 -55,747,594.07 376,311,291.89 

（二）唐山市曹妃甸区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230MA07WG7J1E 

成立日期：2016 年 9 月 28 日 

注册地址：曹妃甸工业区装备制造园区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系统工程施工；太阳能发电；光电一体化技术研发；

从事节能技术领域内的技术推广、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合同能源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持有曹妃甸盛步

100%股权，曹妃甸盛步是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曹妃甸盛步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曹妃甸盛步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8,200,745.17 138,333,151.94 

负债总额 134,509,363.99 

 

134,571,712.10 

资产净额 3,691,381.18 3,761,439.84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066,800.71 12,205,020.33 

净利润 -70,058.66 2,393,525.85 

（三）红安县晶科电力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11223435117344 

成立日期：2015 年 7 月 14 日 

注册地址：红安县二程镇詹程家村卢家咀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6,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运营；电力技

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建筑工程设计，新能源工程设计，建筑工

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红安晶科 100%股权，红安晶科是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红安晶科信用状况良好，无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红安晶科最近

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91,832,404.97 393,723,364.23 

负债总额 325,704,741.35 327,026,065.96 

资产净额 66,127,663.62 66,697,298.27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5,896,946.20 31,847,245.38 

净利润 -569,634.65 5,252,436.1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晶科有限为晶科科技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晶科有限为公司担保的期限为主债权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三年。 

3、担保范围：晶科有限为公司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所发生的利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承诺费、实现债权的费用、

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 

（二）晶科科技为曹妃甸盛步、红安晶科提供担保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公司为曹妃甸盛步、红安晶科担保的期限为租赁合同约定的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公司为曹妃甸盛步、红安晶科担保的范围为债务人在租赁合

同、转让合同项下对债权人的所有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租金，保证金、零期

租金、保险费、期末购买价及租赁合同项下的其他应付款项，逾期利息，损害赔

偿金、违约赔偿金、合同解约金，债权人为实现其权益所发生的费用，债务人在

租赁合同、转让合同因任何原因被提前终止、解除或被认定无效、被认定成其他

法律关系或无法执行情况下需向债权人承担的任何性质的返还责任、赔偿责任、

或其它任何责任。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相关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和业务发展的需要，担保金额在公

司年度担保计划额度范围内，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公司对

其日常经营活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整体可控，不会出现损害中

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被担保方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担保风险整体可控。本次担保有

助于满足上述公司及其下属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资金需求，董事会认为以上担

保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的有关规定。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443,352.98

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7.27%，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304,075.02 万元。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 月 18 日 


